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纤维卷尺、测绳检定规程

范 围

    本规程适用于纤维卷尺 (包括塑料卷尺和布卷尺，以下简称卷尺)和测绳的定型鉴

定、样机试验、首次检定、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。

2 引用文献

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:

QB 1519-1992 纤维卷尺行业标准

OlML国际建议R 35 Material measures of length for general use(常用的长度实物量具)
JJF1001-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

JJF1059-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

JJG1015-1990 计量器具定型鉴定通用规范

使用本规程时，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。

3 概 述

    卷尺、测绳是一种测量长度的量具。它一般用于土木工程、市政交通、民用及其他

方面长度尺寸的测量。

    卷尺、测绳的主要结构由尺头拉环或尺头、纤维尺带、摇柄、尺盒或金属 (塑料)

架等组成。测绳、无盒卷尺可自身折卷成环状。

    卷尺的标称范围一般在 (0一50) m内，特殊规格有100m, 150m, 200m;测绳标称

范围一般在 (0一200) m内。

    卷尺的分度值为lmm, 2mm, 5mm, 10mm;测绳的分度值为 lcm, lm.

    卷尺按其结构一般分为盒式卷尺、架式卷尺、折卷式卷尺三种形式，如图1、图2,

图3所示。测绳结构如图4所示。

摇柄

盒 日

尺 带

尺 盒

护 圈 尺 头拉 环

图 1 盒式卷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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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 圈 尺盒 摇柄 盒口

尺 带

尺 头拉 环

  图2 架式卷尺

尺头

尺带

尺 带

图 4 测绳
图 3 折卷式卷 尺

4 计f性能要求

4.1 线纹宽度误差

    线纹宽度及其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表1的规定

4.2 分度值误差

    卷尺、测绳分度值的最大允许误差见表20

4.3 示值误差

4.3.1 卷尺全长及任意两线纹间最大允许误差 △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线纹宽度及其最大 允许误差

分度 值 i 线纹宽度 线纹宽度最大允许误差

i蕊1 0.2~0.5 、合线纹宽度
1<i-_10 0.4一1.0

‘专线纹宽度10< i}-- 100 0.5~1.0

100<i-} IOC旧 0.8~1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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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卷尺、测绳分度值 的最大允许误 差

类别 分度值 i
最大允许误差

1级 2级

卷尺

ill 士0.2 士0.3

1<i续10 t 0.5 士1.0

10< i-}100 士0.8 士1.5

1朋 <i簇1000 t 1.0 士2.0

测 绳 loo < i g 1000 士4.0

1级:

2级:

乙=士 (0.6+0.4L) mm

△=士 (1.2+0.8L) mm

(1)

(2)

式中:L取以米为单位的长度。当长度不为米的整数倍时，取最接近的较大的整米数。

    零点端在尺头或尺头拉环内侧的卷尺，该零点端至任一线纹间的最大允许误差 △

的绝对值增加0.5mmo

4.3.2 测绳全长及任意5m间的最大允许误差 zl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=1  (10+1L) m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

式中:L取5m为整数倍的长度。当长度不为5m的整倍数时，取最接近的较大的整5m

倍数。

5 通用技术要求

5.1 卷尺的尺头拉环与尺带的连接应牢固，表面无锈蚀。盒式和架式卷尺的尺带拉出

和收卷应轻便灵活，无卡阻现象，尺末端与尺盒的连接应牢固可靠。尺盒 (或框架)表

面应光洁、不允许有裂纹、锈迹及残缺现象。

5.2 尺带平铺在卷尺检定台上，施加 10N(卷尺)或50N(测绳)的拉力后，尺带应平

直。

5.3 卷尺尺带的表面涂层应均匀、平滑、牢固、无脱落现象。色泽应一致，尺带在沿

其纵向和横向完全对折时，表面涂层不得产生裂痕。

5.4 尺带各分度线纹应均匀、清晰、完整并与尺边垂直，无重线、漏线和超过线纹宽

度的断线。线纹到工作边的最大距离不超过lmm。测绳绳体上刻有米分度线纹的金属片

装卡应紧密，不易脱落或移动。数字及线纹应清晰、端正并首尾对齐。

5.5 卷尺尺带上的毫米、厘米、分米、米的线纹长度应有明显区别，同类线纹应等长。

正反两面的同值线纹应重合。

5.6 卷尺在每lm内，分米分度线纹应标上以厘米为计量单位的数值。米分度应自零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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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起，逐米标出以米为计量单位的量值，lom以后，可以只标注数值。数字和符号应端

正，颜色应鲜明。

5.7 卷尺的零点端可在尺头拉环或尺头内侧，也可在离尺头拉环不少于loomm处，终

点线纹到盒口的距离至少为 150mmo测绳的零点线纹离尺头拉环的距离不得小于

200mm，其终点线纹离末端不得小于250mm o

5.8 在尺带或尺盒上应标明全长、制造厂名 (或商标)、(巨互】(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)

标志和出厂编号。数字和文字必须清晰、工整。

    首次检定的卷尺，应符合上述要求。后续检定及使用中检验的卷尺，允许有不影响

使用性能的外观缺陷。

6 计量器具控制

6.1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

  总则

6.1.1! 制造厂应根据 《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新研制的卷尺、

测绳申请办理计量器具新产品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。

6.1.1.2 未经许可，不得对已批准的型式做修改和补充。

6.1.2 技术依据

    依据JJF1015-1990《计量器具定型通用规范》的有关要求进行。

6.1.3 定型鉴定项目、要求及方法

6.1.3.1 定型鉴定项目

    定型鉴定时，除包括本规程中的全部检定项目 (见表3)外，还应对卷尺尺带进行

拉伸试验、浸水收缩试验 (塑料卷尺不进行浸水收缩试验);对测绳进行拉伸试验;必

要时，还可对卷尺尺带的印刷牢度、抗折损性及断裂强度试验。

6.1.3.2 定型鉴定试验要求及方法

    卷尺尺带拉伸试验、浸水收缩试验、测绳拉伸试验的试验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步骤应

按附录A和附录B进行。

    卷尺尺带的印刷牢度、抗折损性及断裂强度试验的试验要求、方法和步骤

应按QB 1519-1992《纤维卷尺行业标准》有关规定进行。

6.1.4 定型鉴定样品的抽样方法及结果判定

6.1.4.1 定型鉴定试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，抽样采用GB2828

中一次抽样检查。

6.1.4.2 申请系列新产品的定型鉴定，每系列产品中选取三分之一有代表性的规格进

行试验。系列新产品规格的选择，应按定型鉴定的技术机构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文

件确定。

6.1.4.3 定型鉴定试验结果的判定，根据GB2828, GB2829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6.1.5 样机试验的申请与新产品定型鉴定的申请一样。样机试验的试验项目和试验方

法，应与已定型的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一致，其技术指标不得低于已定型的形式。

6.2 首次检定、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
   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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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1 检定条件

6.2.1.1 环境条件

    检定温度: 1级卷尺 (20士5)0C

                    2级卷尺、测绳 (20士10) ̀1C

    湿度:-<75%RH

6.2.1.2检定拉力

    卷尺检定时的拉力为 10N;测绳检定时的拉力为50No

6.2.2 检定项目、计量标准及配套设备列于表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3 检定项目、计量标准及配套设备

序号 ! 检 定项 目 检定器具
          检定类别

首次检定}后续检定 用 中检验

一一} .1 51MRfIF I  1 3,    R    A    MARIA k} }y T          %1AR, lox uk)}mf7-1 ix )-}:      lf11lR, l0 x)')CTV aik3r}       1 }km  R. g116, WRfiAt.
:表 中 “+”表 示应检定 ，“一”表示可不检定 。

6.2.3 检足方法

6.2.3.1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
    试验和目力观察。用钢直尺测量卷尺、测绳尺头及尺尾的有效长度。

6.2.3.2 线纹宽度

    用钢直尺及lox放大镜在全部刻度线纹中任意抽取2一3条线纹进行比较测量。

6.2.3.3 分度值误差

    用钢直尺及10x放大镜在全部刻度线纹中抽检2一3个线纹间距进行比较测量。

6.2.3.4 示值误差

    卷尺和测绳示值误差采用与1级钢卷尺相比较的测量方法。即将 1级钢卷尺和被检

卷尺的尺带平铺在卷尺检定台上 (如图5所示)，通过检定台上的压紧装置将尺带紧固;

在检定台的另一端对尺带分别施加相应的拉力;使用检定台的调零机构将被检尺带与钢

卷尺的零值线纹对齐 (零点设在尺头尺环或尺头内侧的卷尺，则可用 locm或20cm处线

纹与钢卷尺的同值线纹对齐，尺首部分的示值误差用钢直尺检定)。

    按每米 (保证受检点在全长范围内不少于3段的前提下，布卷尺可按每5m)逐段

连续读取各段和全长误差。

    全长大于检定台长度的卷尺，可按分段法进行检定。其全长误差为各段误差的代数

和。

    卷尺、测绳的示值误差也可采用扩展不确定度 (人二3)不超过被检尺示值允许误

差1/3的其他方法进行检定。仲裁鉴定时应以本规程所规定的检定方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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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检卷尺，

                  A向视图

in VW4f0
砍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5 卷尺检定台

6.3 检定结果的处理

   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纤维卷尺、测绳，应加盖检定合格印或发给检定证书;检

定不合格的卷尺、测绳，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，予以报废。

6.4 检定周期

    纤维类卷尺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1年。

    测绳检定周期不做规定，可根据使用情况失准报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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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尺带拉伸试验方法

A.1 拉伸试验

A.1.1 试验要求

    尺带在拉力增量P=  (P:一P,)的作用下，其最大伸长变化量A不得超过表A

的要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A.1 尺带最大伸长变化A

尺带宽度/mm >10~14

伸长变化量 A/ [mm- (m"N)

A.1.2 试验设备

A.1.2.1  1级钢卷尺

A.1.2.2 卷尺检定台、祛码。

A.1.3 试验条件

    环境温度: (20=5)0c; 湿度:-<75 % RH,

A.1.4 试验方法

A.1.4.1 将作为样品的被检卷尺和 I级钢卷尺平铺在卷尺检定台上。

A.1.4.2 被检卷尺施加ION的拉力 (P,),  I级钢卷尺施加50N的拉力。两尺首端对零

后，选取一测量点L。读取偏差值ago

A.1.4.3 把被检卷尺的拉力从P，增加至P2(尺带断裂拉力>P2 > P,)后，重新调整

尺端零位，按上述方法在同一测量点L。上，再次读取被检尺的偏差值ago

A.1.5 试验结果处理

    将测量点L。读取的偏差值a，和a2代人下式，计算尺带的伸长变化量，其伸长变

化量不应超过表A. I的要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a2一a,) }-0.2"Lo- (P2一P,)                      (A.1)

式中:。】— 在P!拉力作用下被检尺的偏差值，mm;

      a2— 在P2拉力作用下被检尺的偏差值，mm;

      Lo— 选取的测量点，m;

      尸，— 第一次施加的拉力 (检定拉力)，N;

      PZ— 第二次施加的拉力 (尺带断裂拉力>Pz>P,), No

    例:当被检卷尺的尺带宽度二13 mm，选取La = 5m, P,=ION时，测得。，= 4mm,

改变被检尺的拉力Pz = 50N，即拉力增量 P=40N，又测得 a2 = 24mm，则依A.1式得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4一4) mm<0.2x5x  (50一10) mm

即 20mm<40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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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

尺带浸水收缩试验方法

B.1 浸水收缩试验

B.1.1 试验要求

B.1.1.1 布卷尺在 (2015)℃水中浸泡30min，取出晾干后，布卷尺的浸水收缩率不得

超过0.1%，即每米收缩量不得超过lmmo

B.1.1.2 测绳的浸水收缩率不得超过0.2%0

B.1.2 试验设备

B.1.2.1 1级钢卷尺。

B.1.2.2 卷尺检定台、水池。

B.1.2.3  50 N, 10 N砧码。

B.1.3 试验条件

    环境温度:(20士5) 9C; 湿度:蕊75 % RH.

B.1.4 试验方法

B.1.4.1 按本规程6.2.3.4的检定方法，将作为样品的被检卷尺和 1级钢卷尺平铺在卷

尺检定台上，选取一试验长度Lo (L。一般不少于5m)进行检定，读取测量点的偏差值

b,。

B.1.4.2 将被试验的卷尺放在 (20士5)℃水中浸泡30min。取出待卷尺干燥后，重复上

述试验，再次读取测量点的偏差值 b2 0

B.1.5 试验结果处理

将测量点L。读取的偏差值b，和b2代人B.1式，计算尺带浸水后的收缩率S, S不应超

过B.1.1的要求。

S=
Ib一仇

x 100% (B.1)

式中:S— 尺带的浸水收缩率，%;

    b,— 浸水前的尺带长度，m;

      b2— 干燥后的尺带长度，mo


